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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本报讯 （记者田秀忠 通讯员宁建
鹏）5月 14日，郏县白庙乡谢招村南的一
条乡道上，一台小型挖掘机正在挖土培
护路肩，5 位施工人员对路肩填补平整；
在郏县冢头镇乡道公路李大线（李渡口
—大花园），运输车来往穿梭，挖掘机机
声隆隆，一公里长的路面上随处可见整
修工人的身影。

当日，记者驱车深入郏县 10 多个乡
镇，从乡道到村道，到处都是创建全国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的繁忙施工景象。
在白庙乡施工现场，该乡乡长赵昊

龙说，该县创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动员会后，该乡按照与县里签订的目

标责任书要求，在辖区王堂路、杨安路等
7条共 20公里的乡道或村道上开展了路
肩培护和路域环境治理工作。目前，该
乡日出动施工机械 4台、100多名施工人
员，已投入资金20余万元。

该县目前有县道 5条、乡道 31条、村
道 618 条，农 村 公 路 通 车 里 程 1550 多
公 里 ，全县所有行政村和平原区 90%
以上的自然村实现了“村村通”。去年，
该县成功创建为河南省“四好农村路”示
范县。

为服务乡村振兴，助力脱贫攻坚，
今年，该县启动了全国“四好农村路”
示范县创建工作，按照“县道县建、县

养，乡道乡建、乡养”的责任体制，县、
乡两级 财 政 每 年 拿 出 不 低 于 财 政 一
般 预 算 收 入 1.5% 的 资 金 用 于农村公
路养护，确保全县县道列养率达 100%，
乡 道 列 养 率 达 100% ，村 道 列 养 率 达
70%以上。

该县以乡镇为单位，在全县开展了
“郏县美丽农村路”创建活动和“四好农
村路”示范乡镇创建活动，要求各乡镇
通过加大农村公路路域环境治理力度和
实施路肩培护工程，对创建为“郏县美
丽农村路”的乡道或村道，按照每个乡
镇最低 10 公里的创建里程，县政府采取

“以奖代补”形式，每公里奖励乡镇 1 万

元。对在路肩培护、路域环境治理、完
成“郏县美丽农村路”创建任务、成效突
出的乡镇，县政府授予“‘四好农村路’
创建示范乡镇”荣誉称号，并给予 20 万
元奖励，每年复检合格的，给予 10 万元
的奖励。

据该县交通运输局局长吴军领介
绍，全县在路肩培护和路域环境治理中，
日出动施工机械 80 多台，施工人员 1000
余人，各乡镇已投入资金 280 多万元，整
修乡村道路路肩110余公里，埋设路沿石
17.2公里，铺设草皮2500平方米，设置路
户分离隔离花坛222个，拆除道路两旁违
建2000多平方米。

服务乡村振兴 助力脱贫攻坚

郏县积极创建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小桥、花池、游园……短短半年，昔
日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牛庄村变了模
样。5月 15日，在宝丰县大营镇牛庄村，
市财政局驻村第一书记姚景春在指挥工
人绘制墙体。从去年 11 月驻村以来，姚
景春以人居环境改善为突破口，带动牛
庄村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努力建设
美丽生态宜居村庄。

牛庄村位于大营镇西，属丘陵地
带，土地贫瘠。村民主要经济来源靠外
出打工，占农民人均收入的80%以上。

初到牛庄村，姚景春发现这里的人
居环境问题突出，严重影响村民生活。
为改变脏乱差的落后面貌，姚景春多方
筹集资金，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
境整治。

在 牛 庄 村 新 农 村 社 区 和 老 村 之
间 的 水 沟 上 ，一 座 长 10 米 、宽 3.7 米
的小桥精致小巧，格外引人注目。桥
两侧栏杆是仿木造型，给人以质朴自
然 的 美 感 。 栏 杆 的 东 西 两 头 四 个 端
点处都用石磙、磨盘复制出当年的生
产生活原貌，彰显着牛庄村人勤劳质
朴的本性。6 个石磙上书写着“听党
话 ，跟 党 走 ”的 大 红 党 建 标 语 。 能 工
巧匠们在东头的两个磨盘上，各仿造
出一个巨大的汝瓷花瓶，又在西头的
两个磨盘上各塑造一个大寿桃，取意

平安长寿。
“这座桥虽小，却解决了村民的绕行

之苦。”姚景春说，在整治中，他和扶贫干
部杨亚鹏发现这一问题后，通过积极努
力，这座连接新、旧两村的小桥应运而
生，成为村民的便民桥、连心桥。

“以前门口路边都是垃圾，现在干干
净净，坐在这里心里也舒服。”提起村里
的变化，在家门口和邻居聊天的 83 岁村
民樊能高兴地说。樊能家门口的绿化带
鲜花怒放，绿意盎然。

驻村之初，姚景春协调资金1.8万元
对垃圾、杂物、乱石等统一清理后，拉回
新土15车，平整了路面。同时，协调资金
对污水河内的淤泥和垃圾进行清理，拓
宽加深河道，初步改善了河沟内污水滞
留、垃圾堆积的肮脏局面。

在此基础上，姚景春积极组织开展
清洁家园行动，组织带领村两委会成员、
包村干部、群众代表对环境卫生进行彻
底清扫。为 326 户村民分别配发了一个
垃圾桶，由专人定期上门收集清运垃圾；
制定村规民约和卫生公约，使群众养成
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协调资金，对贫
困户房屋进行修缮、粉刷、室内外硬化
等，改善贫困户人居环境，持续提高群众
生活质量。

在牛庄村老村内，原有一条南北走

向210米长的污水沟，严重影响了村民的
生活。对此，姚景春和村干部一起，将污
水沟改成了排污管道，并拓宽硬化了两
侧道路，在污水沟上建成绿化带，把污点
变成了亮点。在对村内道路全面硬化的
基础上，对村庄统一进行整修绿化，建成
了特色花池 19 个，种植各类果树 2240
棵，并从附近山上拉奇石97块，打造乡村
绿色景观。

如今的牛庄村，移步换景，人居环境
整治效果显现：村内干净整洁、井然有
序，面貌焕然一新。绿树摇曳，红旗飘
飘，灯笼高挂。形态各异的花池上镶嵌
着奇石、古物；用贝壳粘贴的花卉图案惟
妙惟肖、栩栩如生；花池中新栽的花草树
木红绿相间，生机盎然；奇石林立，造型
奇特，形象逼真，妙趣横生；党旗鲜艳、标
语醒目。墙壁一幅幅标语彩绘浓墨重
彩，党的政策、孝道文化、民俗文化、历史
文化等内容引人注目。

“近期还要对牛庄村的河道和池塘
进行全面整治提升亮化，让牛庄村绿起
来、美起来、富起来、牛起来！”姚景春说。

（本报记者 巫鹏）

——市财政局驻村第一书记姚景春帮助牛庄村换新颜

提升“颜值” 丰富“内涵”

5月14日，施工人员在宝丰县君文路
升级改造项目工地紧张施工。

该项目南起宝丰县县城文峰路，北

至望京路，全长2688米，设计宽度40米，
其中行车道路面宽 28 米，双侧人行道各
宽6米，包括道路工程、排水工程、照明工

程等，竣工后可显著改善宝丰县县城区
域交通状况。

本报记者 王尧 摄

升级城区路网

本报讯（记者傅纪元）5 月 14
日至 15 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严寄音，带领市人大常委会视察调
研组对叶县、鲁山县的“全面改善
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简称“全面改簿”）项目
实施情况进行专题调研。

严寄音一行深入叶县焦庄学
校、叶公中学、燕山中学和鲁山县辛
集第十一小学、鲁山县健康路小学、
鲁山一中分校调研。每到一处，严
寄音都认真听取学校的情况介绍，
实地察看学校建设和教育活动开展
情况，并结合实际提出具体要求。

严寄音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教育工作，把实施“全面改薄”

作为做好教育扶贫、民生实事的重
要内容，“全面改簿”工作取得阶段
性成果。

严寄音强调，今年是我市“全面
改薄”的收官之年，有关县和相关部
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严格按照时
间节点，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按时
保质完成各项任务，将这一重大民
生政策落到实处；要严格把好招标
投标关、政府采购关、建筑质量安
全关，加强财政资金监管，确保资
金安全高效使用；要抢抓“全面改
薄”这一有利契机，在改善基本办
学条件的基础上，提高学校管理水
平和教学质量，积极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

严寄音带队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调研组
专题调研“全面改薄”工作

本报讯（记者孙聪利）5 月 15
日下午，我市2018年“戏曲进校园”
活动在市八中举行首场演出，这标
志着全市 2018 年“戏曲进校园”活
动正式启动。

当日下午4时50分，由我市优
秀曲胡演奏师顾学慧、余萌佳、马
壮、张苗圃、李晓阁表演的曲胡联
奏《大起板》热烈欢快地拉开了演
出帷幕，紧接着曲剧《风雪配》选
段、豫剧《小二黑结婚》选段、曲剧
经典《卷席筒》选段、豫剧《抬花轿》
选段、曲剧小品《好亲家》等精彩节
目依次上演，现场掌声阵阵。演出
过程中，还穿插着戏曲知识的普

及，尤其是国家一级演员、中国当
代曲剧十大名角姚军良现场给大
家讲述的戏曲剧种、角色、唱念做
打动作等生动形象，引得不少师生
在台下跟着模仿起来。

据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发扬传承优秀戏曲文化，让
广大学生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优秀
传统戏曲，提高全市中小学生的戏
曲艺术素养和人文素养，我市自
2017 年开始举行“戏曲进校园”活
动，并实现了全市范围内“戏曲进
校园”活动全覆盖。自今年起，要
努力实现“戏曲进校园”活动常态
化、特色化和机制化。

我市2018年“戏曲进校园”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毛玺玺 通讯员马金雷）
“集市被取缔后，出门不堵了，地面也干净
多了。以前，一到集市的时候，车进不来出
不去，弄得哪儿都是油乎乎脏兮兮的。市
里开展‘四城联创’是为了群众的长远利
益，我们十分理解支持。”5月15日，家住新
华区西高皇街道高庄村的一位居民说。

高庄集市集中整治活动已开展半月有
余，目前高庄集市摊点已全部被清除。“5
月 11 日，农历三月二十六，又是‘逢六’赶
集日，那天一大早我就赶到现场，心里也没
底儿，恐怕上次的集中清理再出现反弹，没
想到除了几个零星小贩外，集市上干干净
净的，多亏了群众理解支持我们的工作。”
该街道人武部长李远鹏说。

高庄集市已有 25 个年头，摊点 400 多
个，严重堵塞交通，影响周边市容环境。为
彻底取缔高庄集市，自5月1日起，每个“逢
六”的日子，新华区委政法委、区城市综合
执法局、西高皇街道就联合分组值守在主
要路口，阻止劝离非法赶集的摊点小贩进
入。历经两次集市日的努力，所有摊主都
已不再前来经营。此外，该街道将继续组
织行动，加大宣传教育和惩处力度，进一步
巩固取缔成果。

西高皇街道
取缔占道经营集市

本报讯（记者邱爽）5月15日上午，在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湖滨路街道朱砂洞
村，工作人员对环保可移动式公厕进行最
后的调试。据现场的施工负责人郭国庆介
绍，本次投入的环保可移动式公厕采用发
泡式厕器，水与发泡液按比例混合会产生
大于水 1000 倍的密集泡沫进入便器封堵
覆盖，确保公厕环保无异味。

据示范区村镇办主任刘金超介绍，朱
砂洞村属于建设规划之内的拆迁区域，该
村正在进行安置房上楼工作，没有排污管
道，排放物只能排入湛河支流西干渠内，所
以不适宜建造固定式公厕。这次投建的环
保可移动式公厕有利于解决农村如厕难的
问题，有效改善了如厕环境，避免污染。

这种生态环保可移动式公厕利用高科
技生物分解原理，厕所自带的化粪池内培
育了一种微生物，能将粪便分解，变得环保
无污染后流入蓄水池，可再用于冲洗厕
所。特别有利于一些地处偏远、无下水道
困扰的地区解决无法修建公厕的难题。

生态环保可移动式公厕
在示范区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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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鸿雨）5 月 15
日上午，副市长李毛带领市发改
委、市财政局、市工信委、市环保局
的有关负责同志来到石龙区，调研
平西（石龙）碳新材料产业园项目。

李毛一行首先来到平煤神马
集团大庄矿废旧矿区进行察看。
他指出，要加快招商引资力度，尽
快把闲置的土地盘活，为当地经济
发展注入新活力。

李毛一行还走进市东晟高科
有限公司、东鑫焦化公司、东方碳
素有限公司和平西（石龙）碳新材
料产业园项目拟选址现场察看。
在听取了当地有关负责人作的情

况介绍后，李毛要求，严格按照大
气环境、卫生、安全防护距离标准，
认真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在建好项
目的同时，注意保障周边居民、村
庄、河流等的安全。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市发
改、财政、工信、环保部门的负责人
结合各自职责发表了看法。李毛
说，石龙区焦化产业集聚，煤气和
焦油产能丰富，发展碳新材料产业
得天独厚。希望当地政府根据园
区定位做大主导产业，加快推进项
目建设，促进工业转型发展，同时
要优化服务环境，全程为项目建设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

李毛在调研平西（石龙）碳新材料
产业园项目时强调

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促进工业转型发展

本报讯（记者孙聪利）5 月 14
日下午，市工商联召开“百企帮百
村”精准扶贫工作推进会，市政
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马四海
出席。

会议传达河南省“千企帮千村”
精准扶贫行动向深度贫困地区推进
现场会和我市“百企帮百村”助推脱
贫攻坚战动员大会精神，部署市工
商联系统“百企帮百村”工作。

马四海指出，要进一步提高思
想认识，提升政治站位，充分发挥
联系非公有制企业的优势，广泛动
员民营企业家积极参与，助力全市
打赢脱贫攻坚战。

马四海强调，一要把握原则，
广泛动员。“百企帮百村”是“帮”不
是“包”，结对帮扶是动态过程，推
进过程要坚持积极参与、互利共
赢、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二
要狠抓落实，注重实效。按照“长打
算，近安排”的指导思想，坚持产业
帮扶为主，规范台账管理，精准对
接，致力打造亮点、培育典型，既要
立即见效，又要兼顾长远，更要规避
风险。三要抓好宣传，营造氛围。
加强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再动员、再
引导，及时宣传报道好经验、好做法
和典型案例，营造“百企帮百村”助
推脱贫攻坚的浓厚氛围。

马四海在市工商联“百企帮百村”
精准扶贫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广泛动员 积极参与 狠抓落实

本报讯（记者常洪涛）5 月 15
日下午，副市长、市“百企帮百村”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毛带领市
直有关部门分管负责人到鲁山县
协调推进“百企帮百村”工作。

李毛和9家帮扶企业的负责人
先后到马楼乡尧场村、瀼河乡赊沟
村、库区乡黑虎石村 3个深度贫困
村实地调研，并现场办公，落实企
业帮扶措施，并要求限期完成。

李毛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务
必高度重视，深入贯彻落实全市

“百企帮百村”助推脱贫攻坚战动
员大会精神，切实把各项工作抓细
抓实、抓出成效。

李毛强调，一要百企进百村。

政府要引导企业踊跃参与、积极承
担社会责任；企业要了解百村需要
帮助的意向；市扶贫办要制作好
明白卡，让企业明白帮扶内容，让
村里明白帮扶范围，同时村里要
建好帮扶档案。二要百企熟百
村。企业要定期派人入村了解情
况，乡村要与企业加强联对接。
三要百企帮百村。企业要结合乡
村实际，帮助发展产业，并能短期
见效。四要百企富百村。企业要
及时解决产业发展遇到的困难，壮
大村集体经济。五要百村生百
企。各村大力发展产业，壮大集
体经济，助力脱贫攻坚，使贫困群
众早日脱贫致富。

李毛在鲁山县协调推进“百企
帮百村”工作时指出

高度重视 抓细抓实 抓出成效

本报讯（记者孙聪利）为提升网络宣
传工作质量和效果，5月15日，市委网信办
组织各县（市、区）委网信办主任、市属“两
网”的负责人前往郑州参访学习。

当日上午，参访团一行到人民网河南
频道、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融媒体中心，详细
了解融媒体和中央厨房的发展现状。人民
网河南频道总编辑李东风、河南日报报业
集团党委委员王自合分别介绍了人民网河
南频道的基本情况、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自
主开发的中央厨房系统，表示要加强与平
顶山市委网信办的联系与合作，共同为党
的宣传事业作出贡献。

下午，参访团一行到大河网、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国际在线河南频道、中国搜
索和我讯科技公司参观学习。并就门户网
站、微信、客户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参访过程中，市委网信办主任杨东
亚介绍了我市多元化的媒体平台和发展现
状，并表示我市网信系统将进一步加强与
央媒、省媒的交流合作，全面提升网络宣传
工作水平，为我市综合实力重返全省第一
方阵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氛围。参访团成
员纷纷表示此次参访学习，受益匪浅，回去
后，将认真总结借鉴先进经验和做法，结合
工作实际，把网信工作提高到更高水平。

我市网信系统
到郑州参访“取经”


